
       Mandarin Seeds Summer 2019 

       A Busy City 忙碌的城市 

 

Lyrics and Vocabulary 

 

01.Hello 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小朋友，我们很高兴见到你 

大家一起唱歌，大家一起跳舞，你好你好。 
你好:Hello       很高兴见到你:Happy to see you 

唱歌:To sing      跳舞:To dance   

 

02. Make A Circle 围圓圈 
 

围个圆圈围圆圈,围个大圆圈。 

我们一起围圆圈,一起围个大圆圈。 

我们一起围圆圈,围个大圆圈。  



围圆圈围大大大,围圆圈围小小小。 
圆圈:Circle  大:Big   小:Small 

 

03. Five Little Frog 五只青蛙 

有五只青蛙,嘎嘎嘎 嘎嘎嘎， 

池塘边排排坐 一起吃小虫。 

有一只青蛙 跳迚池塘里， 

剩下四只。 

没有青蛙啦～ 

一二三四五 12345   青蛙 frog   跳迚 jump into          

池塘 pond    吃 eat     小虫 little bug 
 
 

 



04. Alligator has no Teeth 鳄魚沒有牙 

池塘住着一只大鳄鱼，鳄鱼鳄鱼不喜欢刷牙。 

鳄鱼鳄鱼他的嘴巴大，可惜他可惜他没有牙。 

小鸭鸭走到池塘边，小鸭鸭他爱呱呱呱。 

看到鳄鱼他不怕，因为鳄鱼他没有牙。 

走走走走走，我们小手拉小手，走走走走走，

一同去郊游哇哈哈啦啦啦，我不怕我不怕。 
池塘 pond    鳄鱼 alligator    嘴巴 mouth  

刷牙 brush teeth    小鸭鸭 little ducks   

郊游 outing   

 

 

 



05. 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 伦敦铁

桥垮下来 
 

伦敦铁桥垮下来，垮下来，垮下来。 

伦敦铁桥垮下来，垮下来，就要垮下。 

伦敦铁桥:London Bridge 

垮下来:To fall down 

 
 

06. The Butterfly Song 蝴蝶歌 

有只蝴蝶飞呀飞到我的[头上]X3 

哈啾！哈啾！蝴蝶飞走了。     

蝴蝶: Butterfly 飞:Fly 头:Head 

耳朵:Ears 鼻子:Nose 脚趾头:Toes 

肩膀:Shoulders 膝盖:Knees 肚子:Belly 



07. Rocking Horse 小木马 

我有一只小木马，我骑著他玩耍。 

今天要去菜市场，去帮妈妈买菜。 

我骑著我的小木马，我心里真愉快。 

准备好～ 

他搭啦搭,他搭啦搭,他搭啦搭,他搭啦搭。 

小木马 little wooden horse      

菜市场 supermarket   骑着 riding   愉快 happy 
 

08. The Hot Summer 好热的夏天 

好热好热的夏天，好大好大的太阳。 

好热好热的夏天，啦～ 

好热好热的夏天，我最喜欢去海边。 

好热好热的夏天，我最喜欢去玩水。 



好热好热的夏天，我最喜欢穿凉鞋。 

好热好热的夏天，我最喜欢喝冰水。 

太阳:Sun   海边:Beach 

凉鞋:Sandals   冰水:Ice Water 
 

09.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 

送你一个蛋糕，祝你生日快乐。 

蛋糕上有蜡烛，一起来吹蜡烛。 

今年你几岁？今年我一岁。 

谢谢你的礼物，我有好多礼物。 

送你一个蛋糕，祝你生日快乐。 

蛋糕:Cake   蜡烛:Candles   

今年你几岁: How old are you? 

一岁:One Year-Old   谢谢:Thank you  礼物:Gifts 



10. A Busy City 忙碌的城市 

还迎来到这个城市，跟我一起看一看。 

这里有好多的东西，相信你会喜欢。 

城市里有好多高楼，1234567 

大家跑来跑去，度过忙碌的一天。 

城市里有好多地铁，1234567 

自行车～还有车子，过马路要小心。 

城市里有好多动物，1234567 

鸽子 麻雀 还有松鼠，城市也是他的家。 

欢迎 welcome  城市 city  高楼 building      

地铁 subway  车子 car  动物 animal       

鸽子 pigeon    松鼠 squirrel 



11. Hello Summer 夏天到了 

夏天到了，好热的夏天， 

太阳眼镜还有冰淇淋，带上帽子涂防晒。 

夏天到了，好热的夏天， 

沙摊玩水一起去海边，章鱼贝壳和螃蟹。 

夏天到了，好热的夏天， 

苹果葡萄还有大西瓜。 

夏天到了,快乐的夏天,唱唱跳跳快乐学中文。 
太阳眼镜: Sunglasses 冰淇淋: Ice Cream 

防晒: Sunscreen 学中文: Learn Mandarin 

 

12. Little Athletes 小小运动家 

小朋友 大朋友，今天是开心的日子。 



绑鞋带 跳一跳，一起来运动。 

准备好了我们都是小小运动家。 

踢踢脚深呼吸，我们一起潜水到海底。 

向前跳抬高脚，摇摇呼拉呼拉看谁不会掉。 
运动 exercise     绑 tie     鞋带 shoelace 

潜水 diving      
 

13. Dear Daddy and Mommy 亲爱的爸爸

妈妈 

我亲爱的妈妈(爸爸),我永进爱你,你就像

太阳温暖我,谢谢你陪我,谢谢你爱我,我永

进是你的宝贝。 
亲爱的:Dear    爱你:Loves you  永进:Forever   

宝贝:Baby 



14.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s 小星星 

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 

挂在天空放光明，好像许多小眼睛。 

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 

亮晶晶: Shinny 小星星: Little stars 

天空: Sky 小眼睛: Little eye 

15.Goodbye Song 再见 

快乐的时间过得好快,好喜欢和你在一起。 

又到了我们要说再见,挥一挥手下次再见。 

再见喔再见,我们说好下次再见。 

再见喔再见,亲爱的朋友再见。 
快乐的时间 :happy times     再见:good bye 

挥一挥手:wave your hand     朋友:friends 

下次再见:see you next time 



16. Clean Up 帮忙 

帮忙帮忙，快点快点来帮忙。 

收好收好，快点快点来收好。

帮忙:To help    快点:Hurry      收好:Clean up

 


